
2022-09-07 [As It Is] US Urges Farmers to Plant Two Crops Yearly
词汇表词汇表

1 activity 1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
2 adapted 1 [ə'dæptɪd] adj. 适合的 动词ada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 added 3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
4 adding 1 ['ædiŋ] v.增加（add的ing形式） n.(Adding)人名；(瑞典)阿丁

5 adds 1 abbr. 高级数据显示系统(=Advanced Data Display System)

6 Africa 1 ['æfrikə] n.非洲

7 after 2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8 again 2 adv.又，此外；再一次；再说；增加 n.（英、保）阿盖恩

9 agency 2 ['eidʒənsi] n.代理，中介；代理处，经销处

10 ago 1 [ə'gəu] adv.以前，以往 adj.以前的；过去的 n.(Ago)人名；(英、西、意、塞、瑞典)阿戈

11 agreements 1 [əɡ'riː mənts] n. 协定

12 agriculture 1 n.农业；农耕；农业生产；农艺，农学

13 aiming 1 ['eɪmɪŋ] n. 瞄准；目的；引导 动词aim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4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15 also 1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16 American 1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17 americans 1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
18 amidst 1 [ə'midst] prep.在…当中

19 amount 2 [ə'maunt] vi.总计，合计；相当于；共计；产生…结果 n.数量；总额，总数

20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1 and 14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22 animals 1 ['æniməlz] n.[动]动物，动物世界；牲畜（animal的复数形式）

23 announcement 1 [ə'naunsmənt] n.公告；宣告；发表；通告

24 announcing 1 [ə'naʊnsɪŋ] n. 宣布 动词announc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5 another 2 [ə'nʌðə] adj.又一，另一；另外的；不同的 pron.另一个；又一个 prep.另一个；另一个人

26 appeared 1 [ə'piəd] adj. 出现的 动词appe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7 approvals 1 n.赞许；赞成; 批准（ approval的名词复数 ）; [复数][商业]包退换商品

28 are 2 [强ɑ:, 弱ə] v.是（be的第二人称单复数现在式） n.公亩 n.(Are)人名；(意、西、芬)阿雷

29 areas 3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
30 arrives 1 [ə'raɪv] vi. 到达；到来；成功

31 as 5 [æz] conj.因为；随着；虽然；依照；当…时 prep.如同；当作；以…的身份 adv.同样地；和…一样的

32 Ashley 1 n.艾希莉（人名）

33 associated 1 [ə'səuʃi,eitid] adj.关联的；联合的 v.联系（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4 at 1 prep.在（表示存在或出现的地点、场所、位置、空间）；以（某种价格、速度等）；向；达；因为；朝；忙于 n.阿特（老
挝货币基本单位att）；[化]砹（极不稳定放射性元素） abbr.密封的（airtight）；气温（airtemperature）

35 attention 1 [ə'tenʃən] n.注意力；关心；立正！（口令）

36 Australia 1 [ɔ'streiljə] n.澳大利亚，澳洲

37 autumn 1 ['ɔ:təm] n.秋天；成熟期；渐衰期，凋落期 adj.秋天的，秋季的 n.(Autumn)人名；(英)奥特姆

38 backup 1 ['bækʌp] n.支持；后援；阻塞 adj.支持的；候补的 vt.做备份

39 bad 1 [bæd] adj.坏的；严重的；劣质的 n.坏事；坏人 adv.很，非常；坏地；邪恶地 n.(Bad)人名；(罗)巴德

40 be 4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41 been 1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42 biden 1 n. 拜登(姓氏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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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 big 1 [big] adj.大的；重要的；量大的 adv.大量地；顺利；夸大地 n.(Big)人名；(土)比格

44 billion 1 ['biljən] n.十亿；大量 num.十亿 adj.十亿的 n.(Billion)人名；(法)比利翁

45 blockade 1 [blɔ'keid] vt.封锁 n.阻塞

46 blockaded 1 英 [blɒ'keɪd] 美 [blɑ 'ːkeɪd] n. 【C】封锁；阻碍物 vt. 封锁；挡住

47 bushel 2 ['buʃəl] n.蒲式耳 vt.修整（衣服等） n.(Bushel)人名；(英)布谢尔

48 but 3 [强 bʌt, 弱 bət, bʌt] conj.但是；而是；然而 adv.仅仅，只 prep.除…以外 n.(But)人名；(俄、罗)布特；(越)笔

49 by 3 prep.通过；被；依据；经由；在附近；在……之前 adv.通过；经过；附近；[互联网]白俄罗斯的国家代码顶级域名

50 can 2 vt.将…装入密封罐中保存 aux.能；能够；可以；可能 n.罐头；（用金属或塑料制作的）容器；（马口铁或其他金属制作
的）食品罐头

51 Canada 1 ['kænədə] n.加拿大（北美洲国家）

52 chain 1 n.链；束缚；枷锁 vt.束缚；囚禁；用铁链锁住

53 challenge 1 n.挑战；怀疑 vt.向…挑战；对…质疑

54 challenges 1 ['tʃælɪndʒ] n. 挑战；邀请比赛；盘问；质疑 v. 向 ... 挑战；盘问；质疑

55 change 1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56 changed 1 [tʃeɪndʒd] adj.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57 changing 1 ['tʃeɪndʒɪŋ] vbl. 变更；换车；兑换

58 climate 1 ['klaimit] n.气候；风气；思潮；风土

59 come 1 [kʌm] vi.来；开始；出现；发生；变成；到达 vt.做；假装；将满（…岁） int.嗨！ n.(Come)人名；(英)科姆；(阿尔巴)乔
梅

60 comes 1 ['kɔmis] v.来自；从…来（come的三单形式） n.伴引血管；伴星 n.(Comes)人名；(法)科姆；(德、西、意)科梅斯

61 complexity 1 [kəm'pleksiti] n.复杂，复杂性；复杂错综的事物

62 connor 1 [kɔnə] n.康纳（男子名）

63 consider 1 [kən'sidə] vt.考虑；认为；考虑到；细想 vi.考虑；认为；细想

64 continuing 1 [kən'tɪnjuɪŋ] adj. 连续的；持续的；不间断的 动词continue的现在分词.

65 cool 1 [ku:l] adj.凉爽的；冷静的；出色的 vt.使…冷却；使…平静下来 vi.变凉；平息 n.凉爽；凉爽的空气 adv.冷静地 n.(Cool)人
名；(法)科尔；(英)库尔

66 costly 1 ['kɔstli] adj.昂贵的；代价高的 n.(Costly)人名；(英)科斯特利

67 could 2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68 coverage 1 n.覆盖，覆盖范围；新闻报道

69 covid 1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70 cows 1 n.牛；乳牛（cow的复数）

71 crop 5 [krɔp] n.产量；农作物；庄稼；平头 vt.种植；收割；修剪；剪短 vi.收获

72 cropped 2 [krɒpt] adj. 裁切不正的；用于农作物生长的 动词cro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73 cropping 5 ['krɒpɪŋ] n. 修剪；剪切；露出；切料头；种植

74 crops 6 n.农作物（crop的复数）；收成；[冶]切头 v.种植（crop的三单形式）；收割；修剪；产庄稼

75 delays 2 [dɪ'leɪ] v. 耽搁；推迟；延误 n. 耽搁；延期；推迟

76 demand 1 [di'mɑ:nd, -'mænd] vt.要求；需要；查询 vi.需要；请求；查问 n.[经]需求；要求；需要 n.(Demand)人名；(德)德曼德

77 department 1 [di'pɑ:tmənt] n.部；部门；系；科；局

78 dependence 1 [di'pendəns] n.依赖；依靠；信任；信赖

79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80 difficult 1 ['difikəlt] adj.困难的；不随和的；执拗的

81 disruptions 1 n.中断( disruption的名词复数 ); 分裂; 瓦解; 破坏

82 do 2 n.要求；规定；C大调音阶中的第一音 v.做；干；学习；研究；进行；完成；解答；整理；算出；引起；行过 aux.助动词
（构成疑问句和否定句）；（代替动词）；（用于加强语气） vi.行，足够；生长 n.（英）多（人名Dorothea和Dorothy的昵
称） n.（口语）事件；（主英国口语）诈骗；（主英国、新西兰口语）宴会；（口语）必须做到的事情

83 doing 2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
84 don 1 [dɔn] n.先生，阁下；指导教师，大学教师 vt.穿上 n.(Don)人名；(缅)顿；(英)唐(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)

85 double 7 ['dʌbl] n.两倍；双精度型 adj.双重的；两倍的 vi.加倍，加倍努力；快步走 vt.使加倍 adv.双重地；两倍地；弓身地 n.
(Double)人名；(法)杜布勒；(英)道布尔

86 doubled 1 ['dʌbld] adj. 两倍的；快步走的；加倍努力的 动词doubl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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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7 dropped 1 [drɒpt] v. 降下(减少；划线；停止；除去)

88 earlier 1 adj.早的；初期的（early的比较级） adv.早地；早先的时候

89 ease 1 [i:z] vt.减轻，缓和；使安心 n.轻松，舒适；安逸，悠闲 vi.减轻，缓和；放松；灵活地移动

90 east 1 [i:st] n.东方；东风；东方国家 adj.东方的；向东的；从东方来的 adv.向东方，在东方 n.(East)人名；(英)伊斯特

91 effort 1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92 efforts 1 ['efəts] 努力

93 English 1 ['iŋgliʃ] adj.英国人的；英国的；英文的 n.英语；英国人；英文；英格兰人 vt.把…译成英语

94 entering 1 ['entəriŋ] v.进入（enter的ing形式）；录入；键入

95 every 1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
96 experts 1 英 ['ekspɜ tː] 美 ['ekspɜ rː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
97 export 1 [ik'spɔ:t, 'eks-, 'ekspɔ:t] n.输出，出口；出口商品 vi.输出物资 vt.输出，出口

98 exported 1 英 ['ekspɔː t] 美 ['ekspɔː rt] n. 输出；出口；输出品；输出存储器的信息 v. 输出；出口；带走，运走；从存储器输出信息

99 exports 1 ['ekspɔː rts] n. 出口货；输出额 名词export的复数形式.

100 extra 2 ['ekstrə] adv.特别地，非常；另外 n.临时演员；号外；额外的事物；上等产品 adj.额外的，另外收费的；特大的

101 farm 2 [fɑ:m] vi.种田，务农；经营农场 n.农场；农家；畜牧场 vt.养殖；耕种；佃出（土地）

102 farmer 1 ['fɑ:mə] n.农夫，农民 n.(Farmer)人名；(英)法默；(法)法尔梅；(西)法梅尔

103 Farmers 11 n.[农]农民（farmer的复数）

104 farmland 1 ['fɑ:mlænd] n.农田

105 feed 1 [fi:d] vt.喂养；供给；放牧；抚养（家庭等）；靠…为生 vi.吃东西；流入 n.饲料；饲养；（动物或婴儿的）一餐

106 fifth 1 [fifθ] adj.第五的；五分之一的 n.第五；五分之一 num.第五

107 financially 1 [fai'nænʃəli] adv.财政上；金融上

108 following 1 ['fɔləuiŋ] adj.下面的；其次的，接着的 n.下列事物；一批追随者 v.跟随；沿行（follow的ing形式）

109 food 2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110 for 7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11 from 2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12 fruit 1 [fru:t] n.水果；产物 vi.结果实 vt.使……结果实 n.(Fruit)人名；(法)弗吕；(英)弗鲁特

113 future 1 ['fju:tʃə] n.未来；前途；期货；将来时 adj.将来的，未来的

114 go 1 vi.走；达到；运转；趋于 n.去；进行；尝试 vt.忍受；出产；以…打赌 （复数goes第三人称单数goes过去式went过去分词
gone现在分词going）

115 good 1 [gud] adj.好的；优良的；愉快的；虔诚的 n.好处；善行；慷慨的行为 adv.好 n.(Good)人名；(英)古德；(瑞典)戈德

116 grain 1 [grein] n.粮食；颗粒；[作物]谷物；纹理 vi.成谷粒 vt.使成谷粒 n.(Grain)人名；(法)格兰

117 great 1 [greit] adj.伟大的，重大的；极好的，好的；主要的 n.大师；大人物；伟人们

118 greatly 1 ['greitli] adv.很，大大地；非常

119 groups 1 [ɡruːp] n. 群；组；团体；集团 v. 聚合；成群、组；把 ... 聚集；把 ... 分类

120 grow 4 [grəu] vi.发展；生长；渐渐变得… vt.使生长；种植；扩展 n.(Grow)人名；(英)格罗

121 growing 1 ['grəuiŋ] adj.发展的；成长的 v.生长（grow的ing形式）

122 grows 1 英 [ɡrəʊ] 美 [ɡroʊ] v. 增加；生长；变成；种植；逐渐开始

123 Hai 1 [hai] abbr.国际保健行动（HealthActionInternational）；自动调温式空气滤清器系统（HotAirIntake） n.(Hai)人名；(阿拉
伯、巴基)哈伊

124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125 harvest 2 ['hɑ:vist] n.收获；产量；结果 vt.收割；得到 vi.收割庄稼

126 harvested 1 英 ['hɑːvɪst] 美 ['hɑ rːvɪst] n. 收成；收获；收割；成果；后果 v. 收获；收割

127 has 5 v.有，吃，得到，从事，允许，雇用，享有（hav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；（亲属关系中）接受；拿；买到

128 have 3 [hæv, 弱həv, əv, v] vt.有；让；拿；从事；允许 aux.已经 n.(Have)人名；(芬)哈韦；(德)哈弗

129 he 6 [hi:, 弱 hi, i:, i] n.男孩，男人；它（雄性动物） pron.他 n.(He)人名；(日)户(姓)；(朝)海；(柬)赫

130 him 1 [him, 弱im] pron.他（宾格） n.(Him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欣；(柬)亨；(中)谦(广东话·威妥玛)

131 hopes 1 英 [həʊps] 美 [hoʊps] n. 希望 名词hope的复数形式.

132 how 4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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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3 hungry 1 ['hʌŋgri] adj.饥饿的；渴望的；荒年的；不毛的

134 idea 3 [ai'diə, 'ai'diə] n.想法；主意；概念

135 Illinois 1 [,ili'nɔi(z)] n.伊利诺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
136 in 18 [in] prep.按照（表示方式）；从事于；在…之内 adv.进入；当选；（服装等）时髦；在屋里 adj.在里面的；时髦的 n.执政
者；门路；知情者 n.(In)人名；(中)演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殷(用于名字第一节)，因；(日)寅(名)

137 increase 3 [in'kri:s, 'inkri:s] n.增加，增长；提高 vi.增加，增大；繁殖 vt.增加，加大 n.(Increase)人名；(英)英克里斯

138 insurance 3 [in'ʃuərəns] n.保险；保险费；保险契约；赔偿金

139 insurers 1 [ɪn'ʃuərəz] 保险人

140 invasion 3 [in'veiʒən] n.入侵，侵略；侵袭；侵犯

141 is 6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42 it 8 [ɪt] pron.[指无生命的东西、动物、植物]它；这；那 pron.指已提到或将提及的事物、活动、经验、抽象观念等 pron.在不分
性别或情况不详时指代 pron.作无人称动词的主语，表示天气、时日、距离、状态、温度等等 abbr.信息技术
informationtechnology

143 its 2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144 jeff 1 [dʒef] n.杰夫（男子名，等于Jeffrey）

145 Joe 1 [dʒəu] n.乔（男子名）

146 just 1 [dʒʌst] adv.只是，仅仅；刚才，刚刚；正好，恰好；实在；刚要 adj.公正的，合理的；正直的，正义的；正确的；公平
的；应得的 n.(Just)人名；(英)贾斯特；(法)朱斯特；(德、匈、波、捷、挪)尤斯特；(西)胡斯特

147 kept 1 [kept] adj.受人资助控制的 v.保持；维持；保管（kee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48 know 1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
149 known 1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
150 land 1 [lænd] n.国土；陆地；地面 vt.使…登陆；使…陷于；将…卸下 vi.登陆；到达 n.(La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葡、瑞典)兰德

151 late 1 [leit] adj.晚的；迟的；已故的；最近的 adv.晚；迟；最近；在晚期

152 lead 1 [[li:d] [led]] n.领导；铅；导线；榜样 vt.领导；致使；引导；指挥 vi.领导；导致；用水砣测深 adj.带头的；最重要的 n.
(Lead)人名；(英)利德

153 leading 1 ['li:diŋ] adj.领导的；主要的 n.领导；铅板；行距 v.领导（lead的ing形式）

154 learn 1 [lə:n] vt.学习；得知；认识到 vi.学习；获悉

155 learning 1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
156 leaving 1 ['li:viŋ] n.离开；残余；渣滓 v.离开；留下；舍弃（leave的ing形式）

157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158 lessen 1 ['lesən] vt.使…变小；使…减轻；使…变少 vi.减少；减轻；变小 n.(Lessen)人名；(德、罗)莱森

159 let 1 [let] vt.允许，让；出租；假设；妨碍 vi.出租；被承包 n.障碍；出租屋 n.(Let)人名；(缅)莱；(俄)莱特

160 like 2 [laik] vt.喜欢；想；愿意 vi.喜欢；希望 prep.像；如同 adj.同样的；相似的 n.爱好；同样的人或物 adv.可能 conj.好像

161 livestock 2 ['laivstɔk] n.牲畜；家畜

162 long 1 n.长时间；[语]长音节；（服装的）长尺寸；长裤 adj.长的；过长的；做多头的；长时间的；冗长的，长音 vi.渴望；热
望 adv.长期地；始终 n.（英、法、德、瑞典）朗（人名）；（柬）隆（人名）

163 lot 1 n.份额；许多；命运；阄 adv.（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）很，非常；（与动词连用）非常 pron.大量，许多 vt.分组，把…划
分（常与out连用）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 vi.抽签，拈阄

164 make 2 [meik] vt.使得；进行；布置，准备，整理；制造；认为；获得；形成；安排；引起；构成 vi.开始；前进；增大；被制
造 n.制造；构造；性情 n.(Make)人名；(塞、南非)马克

165 many 2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166 mark 1 n.标志；马克；符号；痕迹；分数 vi.作记号 vt..标志；做标记于；打分数 n..标志；做标记于；打分数

167 may 3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168 mcfetridge 1 [人名] 麦克费特里奇

169 measuring 1 ['meʒəriŋ] n.测量；衡量 v.测量（measure的ing形式） adj.测量用的

170 meet 1 [mi:t] vt.满足；遇见；对付 vi.相遇；接触 n.集会 adj.合适的；适宜的 n.(Meet)人名；(英)米特

171 middle 1 adj.中间的，中部的；中级的，中等的 n.中间，中央；腰部

172 Missouri 1 [mi'zuəri] n.密苏里（美国州名）

173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174 move 1 n.移动；步骤；迁居；策略 vi.移动；搬家，迁移；离开 vt.移动；感动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175 much 2 [mʌtʃ] adv.非常，很 adj.大量的 n.许多，大量 pron.许多，大量 n.(Much)人名；(德)穆赫；(英)马奇

176 must 1 [mʌst, 弱məst, məs, mst, ms] aux.必须，一定；可以，应当；很可能 n.绝对必要的事物；未发酵葡萄汁 n.(Must)人名；(匈)穆
什特；(俄、瑞典)穆斯特

177 near 1 [niə] adj.近的；亲近的；近似的 adv.近；接近 prep.靠近；近似于

178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179 need 1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
180 new 4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181 not 5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82 note 1 [nəut] n.笔记；音符；票据；注解；纸币；便笺；照会；调子 vt.注意；记录；注解 n.(Note)人名；(英)诺特

183 of 16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84 On 3 [ɔn, ɔ:n, ən, n] adv.向前地；作用中，行动中；继续着 prep.向，朝……；关于；在……之上；在……时候 adj.开着的；发生着
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
185 one 3 [wʌn] pron.一个人；任何人 adj.一的；唯一的 n.一 num.一；一个 n.(One)人名；(老)温

186 only 1 ['əunli] adv.只，仅仅；不料 adj.唯一的，仅有的；最合适的 conj.但是；不过；可是

187 or 6 conj.或，或者；还是；要不然 n.(Or)人名；(中)柯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奥；(土、匈、土库、阿塞、瑞典)奥尔

188 other 2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189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190 over 1 ['əuvə] adv.结束；越过；从头到尾 prep.越过；在…之上；遍于…之上 adj.结束的；上面的 vt.越过 n.(Over)人名；(俄、
西、土)奥韦尔

191 Palmyra 1 [pæl'maiərə] n.扇叶树头榈（等于palmyrapalm）

192 pandemic 1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193 parts 1 [pɑ:ts] n.[机]零件，部件 n.(Parts)人名；(瑞典)帕茨；(爱沙)帕尔茨

194 past 1 [pɑ:st, pæst] n.过去；往事 adj.过去的；结束的 prep.越过；晚于 adv.过；经过

195 people 4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196 permitted 1 英 [pə'mɪt] 美 [pər'mɪt] n. 许可证；执照 v. 允许；许可

197 piece 1 [pi:s] n.块；件；篇；硬币 vt.修补；接合；凑合

198 pigs 1 n.猪（pig的复数）

199 place 1 [pleis] n.地方；住所；座位 vt.放置；任命；寄予 vi.名列前茅；取得名次 n.(Place)人名；(罗)普拉切；(法)普拉斯；(英)普
莱斯

200 plan 1 [plæn] n.计划；平面图 vt.计划；设计；打算 vi.计划；打算 n.(Plan)人名；(瑞典)普兰；(法)普朗

201 plant 3 [plɑ:nt, plænt] n.工厂，车间；植物；设备；庄稼 vt.种植；培养；栽培；安置 vi.种植 n.(Plant)人名；(英、西、意)普兰
特；(法)普朗

202 planting 3 ['plɑ:ntiŋ, 'plæn-] n.栽培，种植；花圃 v.播种；移植（plant的ing形式）；安置 n.(Planting)人名；(芬、瑞典)普兰廷

203 policies 1 英 ['pɒləsi] 美 ['pɑ lːəsi] n. 政策；方针 n. 保险单

204 Ports 1 n.[水运]港口，[电子][计]端口（port的复数） n.宝姿（服装品牌）

205 possible 1 ['pɔsəbl] adj.可能的；合理的；合适的 n.可能性；合适的人；可能的事物

206 practice 2 ['præktis] n.实践；练习；惯例 vi.练习；实习；实行 vt.练习；实习；实行

207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208 press 1 [pres] vt.压；按；逼迫；紧抱 vi.压；逼；重压 n.压；按；新闻；出版社；[印刷]印刷机 n.(Press)人名；(英、德、俄、
西、瑞典)普雷斯

209 prices 3 [praɪs] n. 价格；代价；价值 v. 给…定价；估价；贴价格标签；比较价格

210 problem 2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
211 producers 1 生产性

212 production 1 [prəu'dʌkʃən] n.成果；产品；生产；作品

213 protection 1 [prəu'tekʃən] n.保护；防卫；护照

214 raises 1 ['reɪzɪz] n. 加薪；增加 名词raise的复数形式.

215 received 1 [ri'si:vd] adj.被一般承认的；被认为标准的 v.收到；接受；迎接（receive的过去分词）

216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217 reduce 1 [ri'dju:s, -'du:s] vt.减少；降低；使处于；把…分解 vi.减少；缩小；归纳为

218 remained 1 [rɪ'meɪn] v. 剩余；逗留；留下；依然；保持 n. 剩余物；遗迹；残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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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9 reported 1 [ri'pɔ:tid] adj.报告的；据报道的 v.报道（report的过去分词）；报告；记录

220 rethink 1 [ri:'θiŋk, 'ri:θiŋk] vt.重新考虑；再想 vi.重新考虑；再想 n.重新考虑；反思；新想法

221 risk 2 [risk] n.风险；危险；冒险 vt.冒…的危险 n.(Risk)人名；(英、阿拉伯)里斯克

222 risks 1 [rɪsk] n. 危险；风险；投资报酬的风险 vt. 冒 ... 的危险；承受...的风险

223 rules 2 n.[数]规则；条例（rule的复数形式） v.统治；支配；裁定（ru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224 Russia 4 ['rʌʃə] n.俄罗斯

225 Russian 1 ['rʌʃən] adj.俄国的；俄语的 n.俄语；俄国人

226 said 5 adj.上述的，该 v.说（s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aid)人名；(西、塞、哈萨克、乌兹、吉尔、塔吉、土库、阿塞、阿
拉伯)赛义德

227 say 1 [sei] vt.讲；说明；例如；声称；假设；指明 vi.讲；表示；念；假定；背诵 n.(Say)人名；(土)萨伊；(法、老、柬)赛；(英)
塞伊；(匈、罗)绍伊

228 Scott 1 [skɔt] n.斯科特（男子名）

229 second 2 ['sekənd] n.秒；第二名；瞬间；二等品 vt.支持 adj.第二的；次要的；附加的 num.第二 adv.第二；其次；居第二位 n.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
230 should 1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
231 simplify 1 ['simplifai] vt.简化；使单纯；使简易

232 since 1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
233 six 1 [siks] num.六，六个 n.六，六个 n.(Six)人名；(法、德)西克斯

234 so 1 ['səu, 弱 sə] adv.如此，这么；确是如此 conj.所以；因此 pron.这样 n.(So)人名；(柬)索

235 some 3 adj.一些；某个；大约；相当多的 pron.一些；若干；其中的一部分；（数量不确切时用）有些人 adv.非常；相当；<美
>稍微

236 something 2 ['sʌmθiŋ] pron.某事；某物 n.重要的人；值得重视的事 adv.非常；有点；大约 adj.大约；有点象

237 southern 1 ['sʌðən] adj.南的；南方的 n.南方人 n.(Southern)人名；(英)萨瑟恩

238 soybeans 2 ['sɔɪbiː nz] n. 黄豆

239 spring 2 [spriŋ] n.春天；弹簧；泉水；活力；跳跃 adj.春天的 vi.生长；涌出；跃出；裂开 vt.使跳起；使爆炸；突然提出；使弹
开 n.(Spring)人名；(德)施普林；(英、芬、瑞典)斯普林

240 stabilize 2 ['steibilaiz] vt.使稳固，使安定 vi.稳定，安定

241 started 1 [s'tɑ tː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42 States 2 n.州，国家（state的复数形式） vt.声明（stat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；陈述

243 steady 1 ['stedi] adj.稳定的；不变的；沉着的 vi.稳固 vt.使稳定；稳固；使坚定 adv.稳定地；稳固地 n.关系固定的情侣；固定支
架

244 steps 1 n. 太阳热离子电源系统（=Solar Thermionic Electrical Power System ）；台阶，步骤（名词step的复数形式）

245 still 1 [stil] adv.仍然；更；静止地 adj.静止的，不动的；寂静的，平静的；不起泡的 n.寂静；剧照；蒸馏室 conj.仍然；但是；尽
管如此 vt.蒸馏；使…静止；使…平静下来 vi.静止；平静；蒸馏 n.(Still)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斯蒂尔；(德)施蒂尔

246 stop 1 [stɔp] vt.停止；堵塞；断绝 vi.停止；中止；逗留；被塞住 n.停止；车站；障碍；逗留

247 story 3 ['stɔ:ri] n.故事；小说；新闻报道；来历；假话 vt.用历史故事画装饰 vi.说谎 n.(Story)人名；(英)斯托里

248 stuck 1 [stʌk] v.刺（stick的过去式） adj.被卡住的；不能动的 n.(Stuck)人名；(德)施图克；(英)斯塔克

249 successful 1 [sək'sesful] adj.成功的；一帆风顺的

250 such 2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251 summer 1 ['sʌmə] n.夏季；全盛时期 vi.避暑；过夏天 adj.夏季的 n.(Summer)人名；(德)祖默；(英)萨默

252 supplier 1 [sə'plaiə] n.供应厂商，供应国；供应者

253 supplies 2 [səp'laɪz] n. 物资；贮藏量 名词supply的复数形式.

254 supply 1 [sə'plai] n.供给，补给；供应品 vt.供给，提供；补充 vi.供给；替代

255 support 2 [sə'pɔ:t] vt.支持，支撑，支援；扶持，帮助；赡养，供养 n.支持，维持；支援，供养；支持者，支撑物

256 take 1 vt.拿，取；采取；接受（礼物等）；买，花费；耗费（时间等） vi.拿；获得 n.捕获量；看法；利益，盈益；（入场券
的）售得金额

257 task 1 [tɑ:sk, tæsk] vt.分派任务 n.工作，作业；任务

258 temperatures 2 ['temprətʃəz] 温度

259 that 10 [ðæt, 弱ðət, ðt] pron.那；那个 adv.那么；那样 conj.因为；以至于 adj.那；那个 n.(That)人名；(德)塔特

260 the 37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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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1 then 1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
262 there 3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263 they 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64 things 1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
265 think 1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
266 this 4 [ðis, 弱ðəs] pron.这；这个；这里 adj.这；本；这个；今 adv.这样地；这么 n.(This)人名；(法)蒂斯

267 Thompson 1 ['tɔmpsn] n.汤普森（姓）

268 to 19 [强 tu:, 弱 tu, 辅音前弱tə, t] adv.向前；（门等）关上 prep.到；向；（表示时间、方向）朝…方向 n.(To)人名；(柬)多；(中)脱
(普通话·威妥玛)

269 try 1 [trai] vt.试图，努力；试验；审判；考验 vi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(Try)人名；(英、印尼)特里；(柬)德里

270 turn 1 vt.转动，使旋转；转弯；翻过来；兑换 vi.转向；转变；转动 n.转弯；变化；(损害或有益于别人的)行为，举动，举止 n.
(Turn)人名；(德、匈)图恩

271 two 4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272 Ukraine 5 [ju:'krein; -'krain] n.乌克兰（原苏联一加盟共和国，现已独立）

273 Ukrainian 1 [ju:'kreiniən; -'krai-] adj.乌克兰的；乌克兰人的 n.乌克兰人；乌克兰语

274 unclear 1 英 [ˌʌn'klɪə(r)] 美 [ˌʌn'klɪr] adj. 不清楚的；含混的

275 unit 1 ['ju:nit] n.单位，单元；装置；[军]部队；部件

276 united 2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
277 urge 1 [ə:dʒ] vt.力劝，催促；驱策，推进 n.强烈的欲望，迫切要求；推动力 vi.强烈要求

278 urges 1 英 [ɜːdʒ] 美 [ɜ rːdʒ] vt. 驱策；鼓励；催促；力陈 vi. 极力主张 n. 冲动；强烈愿望

279 us 1 pron.我们

280 USDA 6 abbr. 美国农业部(=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)

281 used 1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282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283 valued 1 ['vælju:d] adj.重要的；宝贵的；贵重的；经估价的

284 warmer 2 n.取暖器；加热器；加热工人 adj.warm的比较级，更加温暖的

285 warming 1 ['wɔ:miŋ] n.加温，暖和；气温升高 adj.让人感到暖和的 v.加温；兴奋；同情（warm的ing形式） n.(Warming)人名；
(丹、瑞典)瓦明

286 warns 1 英 [wɔː n] 美 [wɔː rn] vt. 警告；告诫；预先通知 vi. 发出警告

287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88 weather 1 ['weðə] n.天气；气象；气候；处境 vt.经受住；使风化；侵蚀；使受风吹雨打 vi.风化；受侵蚀；经受风雨 adj.露天
的；迎风的 n.(Weather)人名；(英)韦瑟

289 what 1 [hwɔt, hwʌt, 弱hwət] pron.什么；多么；多少 adj.什么；多么；何等 adv.到什么程度，在哪一方面 int.什么；多么

290 wheat 10 [hwi:t] n.小麦；小麦色 n.(Wheat)人名；(英)惠特

291 when 1 conj.考虑到；既然；当…时；在…时；如果 adv.什么时候，何时；（用于时间的表达方式之后）在那时；其时；当时
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
292 where 1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293 which 1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294 while 1 [hwail] conj.虽然；然而；当……的时候 n.一会儿；一段时间 vt.消磨；轻松地度过

295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296 widespread 1 ['waid'spred] adj.普遍的，广泛的；分布广的

297 will 3 [wɪl] n.意志；决心；情感；遗嘱；意图；心愿 vt.决心要；遗赠；用意志力使 vi.愿意；下决心 aux.将；愿意；必须

298 willing 1 ['wiliŋ] adj.乐意的；自愿的；心甘情愿的 v.决心；用意志力驱使；将（财产等）遗赠某人（will的现在分词） n.(Willing)
人名；(德、芬、瑞典)维林；(英)威林

299 winter 1 ['wintə] n.冬季；年岁；萧条期 vi.过冬 adj.冬天的；越冬的 n.(Wint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匈、罗、捷、西、芬、瑞典、法)
温特

300 with 4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301 words 1 [wə:dz] n.[计]字（word的复数）；话语；言语 v.用言语表达（word的三单形式）

302 work 2 n.工作；[物]功；产品；操作；职业；行为；事业；工厂；著作；文学、音乐或艺术作品 vt.使工作；操作；经营；使缓
慢前进 vi.工作；运作；起作用 n.（英、埃塞）沃克（人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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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3 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304 worldwide 1 ['wə:ld,waid] adj.全世界的 adv.在世界各地

305 worries 1 ['wʌrɪs] n. 烦恼；令人担忧的事物 名词worry的复数形式.

306 would 3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307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308 yearly 1 ['jə:li, 'jiə-] adj.每年的 adv.每年；一年一次 n.年刊；年鉴

309 years 3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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